
让1390多个家庭实现团圆梦，用
大爱书写“一心为民”

2018 年 9 月，户政管理大队接到河
北省衡水市某医院求助，称他们救助的
流浪人员中有部分人疑似来自豫东一
带，请求协助查找他们的家人。单位领
导把此项工作交给了王祖新。

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情况下，王祖
新牺牲大量休息时间，认真梳理碎片信
息，凭借大量枯燥和烦琐的查询、比对，
将搜索范围逐步缩小。不到一周时间，
她就帮助被救助 10 年、失踪 13 年的郑
州籍陈某某和走失 11 个月的虞城籍崔
某某成功找到了家人。

初战告捷，这让王祖新有了自信和
力量。她在工作之余，利用公安大数据
平台，参与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联合开
展的“大爱寻亲、温暖回家”活动。

2018年以来，王祖新成功帮助1390
余名省内外流浪乞讨人员寻亲归家，被

央视《等着我》栏目聘为寻亲专家团
成员，被授予“救助寻亲爱心警

官”称号。为帮助更多走失
流浪人员找到家人，王

祖新成立了“缘
梦 寻

人工作站”。
让40多名嫌疑人浮出水面，用专

业赢得“无锋利剑”
王祖新在寻亲工作中通过摸索，将

自己的技战法不断丰富外延，积极为公
安部门侦查破案提供技术支撑。2020
年以来，她先后参与侦破两起命案积案
和多起刑事案件，抓获各类嫌疑人7人，
被同事们称为“警界神探”“无锋利剑”。

王祖新通过实战总结出比对追逃
“七步法”，被省市公安机关认可、推
广。2020 年以来，她协助办案部门抓
获、锁定违法犯罪嫌疑人 40 余人，其中
包括潜逃 26年和潜逃 24年的命案逃犯
各一人。

让10余万件户籍业务零差错，用
真心赢得“群众满意”

户籍办理条件严、要求高，需要的
材料缺一不可，一些前来办事的群众因
材料不全一时办不了，难免会闹情绪，
个别群众甚至会在窗口大声吵闹。每
遇如此情况，王祖新都心平气和不厌其
烦地向对方解释，及时消除群众对公安
工作的误解，并最终取得理解。

工作中，王祖新总结摸索出“来有
应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

三声工作模式，让10余万件户籍业务零
差错，用真心赢得“群众满意”。

在该局谷熟派出所工作期间，王祖
新得知辖区原籍贵州铜仁的一位 70 多
岁的老太太30年一直没有户籍，便连续
半个多月加班加点搜集信息，最终取得
了老太太的户籍原始资料，并将老太太
的户口补录完毕。当王祖新把户口簿
交到老太太手里时，老人深情地喊了一
声“妮”后激动落泪。

“王祖新身上，彰显着新时代基层
公安民警的担当与奉献，是我局全体
民警学习的榜样和标杆！”虞城县公
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宋占珂告诉记
者，今年年初，虞城县公安局成立
了商丘市唯一一个以民警个人
名字命名的综合性工作室
——王祖新工作室，旨在
成为公安信息化应用的
标杆、亲民爱民的典
范、侦查破案的
阵地。

南乐县公安局
侦破危害珍贵野生动物案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福堪
派出所联合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破
获一起危害珍贵野生动物案，抓获 3名
犯罪嫌疑人贾某平、贾某忠和吕某印。

今年 10 月 25 日晚，犯罪嫌疑人贾
某平、贾某忠在南乐县福堪镇孟后刘村
北地自家塑料大棚里面，利用强光灯等
工具非法猎捕云雀 30 只。得手后，两
人将云雀放养在吕某印家中，由吕某印
联系买主。数日后，吕某印将云雀卖给
了山东省莘县的毛某青。据了解，云雀
被列入《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名录（2021
年）》，目前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11 月 13 日，在南乐县公安局严打
行动的震慑下，犯罪嫌疑人贾某平、贾
某忠和吕某印主动投案。经讯问，3名

犯罪嫌疑人对危害珍贵野生动物的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均
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张泽民）

严打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
守护栾川绿水青山

本报讯 自“亮剑”百日会战开展以
来，栾川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充分发
挥警种优势，严厉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
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10月18日，县林业局接群众举报称，
冷水镇某村有人无证采伐杨树。11月4
日，经查，栾川乡某村村民王某于2020年
12月份在冷水镇某村滥伐林木。经栾川
县林业勘察设计队技术鉴定，王某采伐杨
树成材树 47 株，立木材积 56.8662立方
米。森林警察大队对该案立案侦查，犯罪
嫌疑人王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月13日，森林警察大队接群众举报称，
庙子镇某村村民张某曾猎捕野猪等野生
动物。经调查，张某称野猪糟蹋自家庄
稼，于今年4月份在自家地边架设钢丝套
猎捕野猪一头，又使用自己购买的铁夹子

在地里猎捕獾一只。张某在明知该地
系禁猎区，不允许猎捕野生动物的情况
下，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构成犯罪。现
森林警察大队已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陈喜民）

灵宝市副市长李小豆
督导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工作

本报讯 11月18日，灵宝市副市长
李小豆深入朱阳镇督导乡镇政府专职
消防队建设工作，市消防救援大队教导
员孙孟林、朱阳镇政府镇长张维波等陪
同检查。督导过程中，李小豆现场听取
了情况汇报，随后对专职消防队营区进
行实地查看，并对前期选址规划设计工
作予以肯定。 （贾超龙）

开展实战化训练
打造过硬法警队伍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法院警务工
作会议召开后，牧野区法院法警大队积
极贯彻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立即召开法
警工作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并制订新的
训练计划，要求全队人员开展个人恢复
体能训练，严格按照《全国法院司法警

察“实战化训练推进年”活动考核验收
指导方案》进行训练。 （常丹阳）

集中发放执行案款
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 近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统一安排部署，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开展
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活动，切实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转化，进一步推动“执行质效提升年”活
动取得真成效，积极回应群众对执行工
作的关切，扩大执行案款集中清理发放
成效，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
感、满意度。 （常丹阳）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提升审执工作质效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召开党组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把全会精
神体现在日常审执工作中，从而推动法
院工作。 （常丹阳）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陈娟）从警
15 年，今年 33 岁的浚县公安局
卫溪派出所所长李振鹏，因工
作突出，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一次、三等功一次，获得嘉奖两
次，被鹤壁市公安局授予青年
标兵、社区警务能手、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

“我身后就是百姓和家园，
我必须守好我们的‘家’！”今年
7 月 17 日，鹤壁市境内遭遇连
续强降雨，浚县新镇镇境内的
共产主义渠和卫河水位猛涨，
加上上游河流分洪泄洪，泄洪
区抗洪抢险形势异常严峻。在
抗洪抢险过程中，李振鹏在关
键时刻喊出“我能行、向我看、
我来干”口号，以上率下，配合
党委政府安全转移群众 3 万多
人，受理群众求助电话后与消
防队、斑马救援队通力协作，以
最快速度救助群众。

“当警察就意味着要牺牲
很 多 ，可 我 真 的 不 后 悔 。”李
振 鹏 18 岁 就 参 加 了 公 安 工
作，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样一
个“青葱”年龄对人生目标还
没有过多的思索，但他却十分
明晰自己的选择，“我有一份
公安情结，虽然当警察牺牲了
很多，但也有常人所没有的收
获。侦破久侦不破的积案和
看到受害人或其家属及广大
人民群众的笑脸，是我人生中
最激动、最快乐、最有成就感
的时刻，想想这些自己就没有
什么后悔的。”

李 振 鹏 怀 揣 着“ 我 是 警
察 守护人民”的梦想，在平凡
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
价值。

11 月 18 日上午，在全国法院执行案
款集中发放日活动鄢陵县法院分会场，该
院通过现金和电子转账回单形式，对 21
起案件的 200 余万元执行款进行集中发
放。该院执行局局长程松峰说，下一步将
继续加大执行力度，想尽一切办法，确保
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乔瑞
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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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新

在平凡岗位上担当奉献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谢飞 代先锋

李振鹏

从警为民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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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工作12小时、月均整理分析信息1000余条、年均
办理户籍业务6200余件……在“办户口”之余，她还让1390
余名走失流浪人员与亲人团聚、两名潜逃20多年的命案犯

罪嫌疑人成功归案和40多名疑难案件犯罪嫌疑人“浮出水
面”……这串数字，更让大家记住了她的名字——虞城县
公安局户政管理大队三级警长王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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